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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11月8日下午，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安庆市 2021 年公共资源交
易监管服务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介绍今
年以来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服
务工作情况。

前十个月全市进场成交
额350.91亿元

今年1至10月份，全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累计进场交易项目4376个（不
含宜采商城），成交金额 350.91 亿元。
受新冠疫情、投资环境等因素影响，与
去年同期相比，交易项目增加521个，
上升13.51%；成交金额减少138.53亿元，
下降28%。另外，截至10月底，全市宜
采商城进场交易项目4979个，预算金
额1.43亿元，成交金额1.32亿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交易项目增加1134个，上
升15.79%；成交金额增加4560.66万元，
上升51.72%。

今年1至10月份，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进场交易（已开标，含宜采商城）项
目2154个，成交金额128.89亿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交易项目增加170个，上
升8.57%；成交金额减少161.56亿元，下
降55.62%。

其中建设工程类进场交易项目223
个，成交金额56.08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交易项目下降16.48%；成交金额下
降74.72%。政府采购类进场交易项目
1815个，成交金额13.19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交易项目上升10.87%；成交金
额下降7.44%。土地交易类进场交易项
目50个，成交金额58.44亿元。与去年
同期相比，交易项目上升19.05%；成交
金额上升8.91%。国有产权及其他交易
类进场交易项目66个，成交金额1.18亿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交易项目上升
73.68%；成交金额上升76.12%。

全市全流程电子化交易
率达95.17%

今年以来，市公管局聚焦“放管服”
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招标投
标提升行动。优化制度规则，全面实现
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服务平台、监
管平台既相互分离又互联互通和信息
资源同步共享，目前，全市全流程电子
化交易率达95.17%。创优营商环境，深

入推进交易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推动
市场主体“一次不用跑”。

优化交易方式方法，持续提高交易
质效。支持招标人探索并推广“评定分
离”，积极为项目单位搭建限额以下工
程项目网上商城平台，提高项目单位自
行采购效率，1至10月，省内建筑企业中
标项目1129个，占比85.99%；中标金额
91.14亿元，占比51.56%。

持续减轻企业负担，取消市县两级
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项目交易文件工
本费，取消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保证金，
降低保证金缴纳标准，将房建和市政类
项目投标保证金由最高80万降至50万
元，履约保证金由不超过中标金额的
10%降至2%。不再收取网上商城项目
供应商履约保证金，今年1至 10月，累
计清退宜采商城入驻供应商已缴纳的
履约保证金近340万元。

市公管局持续净化市场环境，持之
以恒开展专项整治，与公安部门建立打
击串通投标等违法犯罪行为工作机制，
合力打击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今
年1至10月份，发现问题线索15条，移
交公安部门线索6条（含移交扫黑办1
条），对26家单位作出信用处理。今年1
至10月，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对进入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交易的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督。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效率

1至10月份全市进场成交额350亿元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创新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监管方式，推行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以保险、银行保函、业主担保
等方式代替传统的现金缴存，并将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缴存与企业信用挂钩，实
行差异化缴存，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
释放了市场活力。

截至 11 月初，全市共有 5 个项目
采取业主担保方式免缴保证金 1.01亿
元；35 个项目采取银行保函形式缴

存保证金6382.8 万元；43个项目采取
保险公司保险单形式缴存保证金
6444.2 万元。同时对符合“省级劳动
保障诚信示范单位在全省范围三年
内免缴保证金，市级示范单位三年
内、市A级企业一年内在本市行政区
域内实行减免”条件的诚信企业承建
的22个项目免缴保证金2426.5万元，
41个项目减免保证金 1288.3万元。

与此同时，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创新方式方法，紧扣根治欠薪工作，全
面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特别是政府投资
工程项目的欠薪问题，日常执法坚持

“一案二查三到位”机制，高效、妥善处
置各类拖欠工资投诉案件。“一案”即
针对任何一个投诉案件及时登记造
册，建立案件投诉和处理台账，做到处
理一起、销号一起；“二查”即双向核
查，一方面查投诉人反映问题是否真
实，另一方面查被投诉单位用工管理制

度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违法问题；
“三到位”即依法受理到位、真情沟通到
位、依法处置到位。

截至10月底，全市共协调处理投诉
160起，涉及399人、金额423.65万元，其
中涉及农民工件数68件，人数259人，金
额339.82万元。立案6起，均已结案，结
案率达100%，为135名农民工追讨工资
88.03万元，有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杨科）

我市创新方式护好农民工“钱袋子”

在宜秀区罗岭镇凤溪社区，有一
位母亲严金年，她没有厚实的肩膀，
却成了整个家庭的脊梁；她不会说动
人的话语，却用行动谱写了爱的动人
篇章。

11月3日，记者来到严金年的家，
严金年正在和往常一样，给瘫痪在床
的儿子金怀瑜准备每日的吃食。眼前
这个54岁的普通妇女，脸颊却已爬满
了皱纹。七年多来，2000多个日夜，
记录着她对植物人儿子无微不至的照
料和关爱。

2014年9月29日，金怀瑜在骑摩
托车下班回家的途中，发生了严重的

交通事故，头部受到重创，在紧急送
医抢救之后，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成
了植物人，这对于这个平凡的家庭无
异于是晴天霹雳。

儿子成了植物人，儿媳因此也离开
了，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严金年和
丈夫哭过、痛过、绝望过，但面对需要照
顾的儿子、孙子，她告诉自己要坚强，无
论吃多少苦也要撑起这个家。由于家庭
收入全靠丈夫务工，照顾儿子的重担就
落到了严金年的肩上。

每天早上5时许，严金年就开始起
床做早饭，给儿子喂饭后再按摩一小
时。之后每隔两个小时就给儿子翻身、
按摩，中间还要干家务和农活。到了半
夜，她还要起床给儿子翻身、喂水。

刚开始每天给儿子准备食物是严
金年最操心的事。由于是植物人，喂
食只能采用鼻饲，她要将青菜、粥、

鸡蛋等几种食物用搅拌机打碎，做成
流质食物，然后用注射器把食物从鼻
子插进胃里的胃管注射进去。为了让
儿子吃得丰富，每天的菜还要换着花
样做。除了精心准备丰富的食物，给
儿子洗澡和晒太阳最累人，金怀瑜身
高1米75，最重时170多斤，为了搬他
下床，严金年每次都是咬着牙扛，累
出一身汗。

“我坚信儿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
凭着这股信念，严金年每天重复着繁琐
的护理程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严金年3年的悉心照料下，奇
迹发生了，金怀瑜有了意识！

“那天早上，他睁开眼睛看着我，
我发现他脸上出现了一些表情，嘴巴
也一张一合的，好像要说话。”当时，
严金年握着孩子的手，泪流满面，激
动地说不出话来。此后，她更加耐

心、细心地每日为孩子翻身、按摩。
金怀瑜终于慢慢地会点头、摇头。如
今，金怀瑜已经能在家人的帮助下，
坐上轮椅晒太阳了。

严金年家一个月收入只有 2000
元，儿子每月吃药需要几百元，还有
家庭的生活开支，日子过的非常拮
据。正当家庭困难之时，精准扶贫好
政策为这个不幸的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七年多来，多少辛酸苦楚只有严金
年心里清楚，也经常偷偷的流眼泪。说
起这个不幸的家庭，邻居们都会伸出大
拇指夸赞：“严金年真的太不容易了！”

如今，严金年一家的生活日渐向
好，对于以后的生活，严金年满怀期
待，信心满满，她相信靠着勤劳的双
手，能照顾好儿子，抚养孙子长大成
人，能让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

全媒体记者 徐媛 通讯员 胡娴

她用母爱唤醒“沉睡”的儿子

本报讯 11月9日上午，安庆市
侨商侨属投资企业管理协会第四次
会员大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陈明生出席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侨商侨属投
资企业管理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安庆市侨商侨属投资企业管
理协会章程（修正案）》及《安庆市侨
商侨属投资企业管理协会选举办
法》；会议选举了市侨企会第四届理
事会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陈明生要求，要加强政治引领，
引导会员和广大侨商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画出安庆侨商侨企的最大
同心圆。要发挥独特优势，带领会员
聚焦市“十四五”规划和市十二次党
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实业、做
精主业，为安庆发展输入动力、注入
活力、汇聚人气。要紧跟时代步伐，
强化服务意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在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努
力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引领会
员充分展示新时期安庆侨商、侨企良
好的社会形象。

（全媒体记者 杨一）

陈明生在市侨商侨属投资企业管理协会第四次

会员大会上要求

聚焦实业 做精主业
为安庆发展输入动力注入活力

本报讯 11月8日全市最低气温
4-5℃、最高气温9-10℃，气温断崖式
下降对全市农作物造成较大影响。市
农技专家提醒广大农户，要积极做好
田间管理，尤其做好排水保温等措施。

市农技推广中心总农艺师陈再
高分析，本次气温断崖式下降，对全市
农作物，尤其是刚播栽的油菜小麦
构成不利影响，一是致使已出幼苗受
冻害、叶片冻伤；二是低温可能延长未
出苗作物的出苗期，进而影响正常
生长；三是致使农作物生长减速。

市农技专家提醒广大农户，要做
好田间管理，尤其做好排水保温等措

施。对已经播栽的油菜小麦，要清沟
沥水，做到雨住田干；积极利用农作
物秸秆等，铺设在已种田块的表面，
做好田块保温；加快水稻收割进度，
加强农田耕整，气温回升再抢种小
麦；加强对大棚等农业设施的巡查力
度，做好防风、防雨、防倒、防冻措施，
确保棚内作物正常生长。

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收割进入
尾声；油菜播栽已结束，播栽面积
157.9 万亩，完成年度播栽计划的
101.8%；小麦已播栽53万亩，完成
年度播栽计划的75.88%。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气温断崖式下降影响农作物生长

做好田间管理应对低温天气

本报讯 11月8日潜山市法院开
展“江淮风暴”冬季执行攻坚专项行
动，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和满意度，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将释法
说理、耐心劝诫与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相结合，对不在家中的被执行人家属
进行普法教育，对逃避执行的被执行
人实施拘传措施。行动首日，潜山法

院出动警力30人次，拘传被执行人14
人次，拘留3人，执结案件15件，执行
到位149.5万元。

下一步，潜山市法院将聚焦
“五类”重点案件，精准打击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行为，努力兑现当
事人胜诉权益，以实际行动提升人
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全媒体记者 周国庆 通讯员 储培栋）

潜山法院开展“江淮风暴”
冬季执行攻坚专项行动

本报讯 11月 7日，宿松县佐坝
乡得胜村党组织完成换届，实现了让

“能者”上，选“优者”进。截至11月8
日，佐坝乡14个村已经全部完成村党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村党组织换届工作，直接关系到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关系到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关系到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件大事。佐
坝乡把党性修养、能力品行、开拓精
神、驾驭能力作为选人的基本要求，
力求让村级党组织换出新面孔，换出
精气神、换出新气象。

“只有坚持从村情实际出发、从
长远发展出发，突出‘治穷’选能人，
扭住‘治乱’选硬人，着眼‘振兴’选贤

人，才能将选举与乡村振兴、基层社
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佐坝
乡党委书记石必健说。

换届选举中，得胜村原班子成员
主动“让贤”，离任村干们表示“退职
不退志”“卸任不卸责”，将继续为村
民服务。

新当选的得胜村党总支书记孟
庆丰表示，将不断提升解决问题和为
民服务能力，带领村“两委”和老百姓
开启振兴新征程。

宿松县委组织部提前安排部署，
逐村排查班子运行情况，营造风清气
正的选举环境，为乡村振兴建立起人
才库和生力军。

（通讯员 司舜 熊敏）

佐坝乡：党组织换届换出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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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8日，独秀园布局
提升规划及陈独秀陈列馆设计和陈
延年陈乔年雕塑设计完成方案征集，
评选出14个获奖作品。

为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进一步
浓厚独秀园庄严肃穆的氛围，安庆市
独秀园将进行布局提升，并新建陈独
秀陈列馆和陈延年陈乔年雕塑。独
秀园布局提升规划范围东至规划路、
南至仲甫路、西至林业大沟、北至中
山大道，用地面积399.2亩。布局提
升规划方案要结合周边地形地貌，以
游线顺畅、不走回头路为原则，整体
考虑，完善停车、公厕等配套设施，围
绕文旅融合，建设开放公园，构建红

色地标，打造重要旅游目的地；新建
陈独秀陈列馆建筑规模3000-5000平
方米，陈延年陈乔年雕塑设计要随山
就水，创意独特、直击主题，具有鲜明
的可识别性，与独秀园内陈独秀雕塑
及周边环境相协调。

此次公开征集活动共收到24个
单位（个人）投稿 31 个设计方案作
品。最终评选出安庆市独秀园布局
提升规划及陈独秀陈列馆设计方案
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4个，
陈延年陈乔年雕塑设计方案一等奖
空缺、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

（全媒体记者 陈娟娟 通讯员
梁高峰）

独秀园布局提升规划完成方案征集

11月7日，立冬。大别山岳西县气
温骤降，12时30许，牛草山出现雾凇
景观。11月8日清晨，牛草山迎来晴好
天气，山顶上的树木披上银霜，在朝
阳的照耀下，雾凇晶莹剔透美如画。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摄

“雪树银花”

美如画


